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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97                          证券简称：炼石航空                          公告编号：2019-027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 适用 √ 不适用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杨乃定 独立董事 出差 李秉祥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炼石航空 股票代码 00069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卫军 赵兵 

办公地址 
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世纪大道 55号启迪
科技会展中心 1603 室 

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世纪大道 55 号启迪
科技会展中心 1602 室 

电话 029-33675902 029-33675902 

电子信箱 wjzhao2001@sohu.com bzhao0697@sohu.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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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28,115,701.06 655,116,925.91 56.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6,771,755.96 -130,454,689.93 64.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3,685,596.71 -126,403,667.96 65.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1,477,419.25 -222,481,776.86 45.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96 -0.2331 7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96 -0.2331 70.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3% -9.21% 7.6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5,137,417,657.91 5,207,278,611.07 -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21,409,911.70 3,071,037,360.12 -1.6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2,61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政 境内自然人 19.03% 127,803,102 105,902,326 质押 125,499,999 

四川发展国瑞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33% 69,368,005 55,968,005   

四川富润企业重组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8.33% 55,968,005 55,968,005   

咸阳市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4% 9,024,744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其他 1.27% 8,514,820    

卢伟刚 境内自然人 0.72% 4,847,900    

程荣 境内自然人 0.64% 4,290,612    

宋雅 境内自然人 0.63% 4,201,6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8% 3,897,455    

余劲松 境内自然人 0.50% 3,36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以上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和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股东中，余劲松通过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在报告期初持有公司股份 4,000,000 股，报告期末持有公
司 3,360,000 股份股,报告期减持 640,000 股；姜鹏飞通过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在报告期初持有公司股份  

1,741,552 股，报告期末持有公司股份 3,164,052 股 ,报告期增持
1,422,5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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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2,811.57万元，营业利润-4,207.32万元，利润总额-4,872.82万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的股东净利润-4,677.18万元。 

1、Gardner Aerospace Holdings Limited： 

报告期，Gardner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7,629.35万元，营业利润2,792.71万元，净利润2,360.76万元。该公

司经营持续稳定，随着空客业务的稳固增长，预计Gardner成都工厂年内实现部分试生产，其业务及盈利水

平将会进一步提升。 

2、陕西炼石矿业有限公司： 

报告期，受钢铁市场需求影响，钼金属价格持续平稳上升。该公司上半年以控制成本为目标，严格控

制各项生产费用及管理费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4,682.41万元，营业利润-1,132.31

万元，净利润-1,130.82万元。 

3、成都航宇超合金技术有限公司： 

报告期，完成了国内多家客户认证，承接了预研、在研、在役重点机型复杂单晶叶片的研发及生产任

务，按合同交付了多批次零部件。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499.81万元，营业利润-2,776.46万元，净利润-2,776.55

万元。 

4、加德纳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报告期，继续完善各项配套设施，相关设备正在陆续采购和安装中，预计年内实现部分试生产。 

5、朗星无人机系统有限公司： 

报告期，完成了无人机原型机内部结构逆向工程、电子样机汇总、设计优化，编制技术报告、培训及

交付手册多项工作，起草相关标准多份，适航审定工作进展顺利，预计年底完成民航局适航审定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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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

订）》（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

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

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要求单独在境内上市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新金

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公司将对会计政策作如下主要修订：（一）以公司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

“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

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二）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期信用损

失法”，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 

2019年4月11日，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三十八次会议批准 

2019年4月财政部发布财会〔2019〕6号《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针对企业会计准则实施中的有关情况，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2019年8月15日，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批准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要求进行的变更，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只涉及财务报表项目的列报和调整，对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等均

不产生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董事长：张政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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